彰化縣政府員永村社區大學 106 年度【春季班】招生簡章
一、主辦單位：彰化縣政府
二、承辦單位：永靖國小
三、協辦單位：永靖鄉公所、大村鄉公所、快樂寶貝幼兒園、喬森幼兒園。
四、招生對象：年滿十八歲以上，無學歷限制，不分性別男女兼收，有興趣者即可報名參加。
五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6年3月6日前，報名滿9人以上即可開班，歡迎民眾踴躍報名。
(106年3月6日至106年3月17日為加退選週)
六、上課日期：106年
年3月
月6日起至
日起至106年
年7月
月7日止
日止，
日起至
日止，共計18週
共計 週（含公共參與週與成果發表週）。
七、報名地點：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小嵩高樓三樓(員永村社區大學辦公室)。
八、報名專線：(04)823-0667（週一至週五下午02:30~晚上09:00來電洽詢）
，報名傳真：(04)823-5033
九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電話報名(823-0667)或將報名表擲交大村、村上國小學務處、快樂寶貝幼兒園。
(二)報名表、身分證正本(核對完資料即歸還)、照片1吋一張(新學員繳交)、費用於第一次
上課時現場繳交核對。
十、報名須知：
(一)學員請繳交：報名表、身分證正本(核對完資料即歸還)、照片1吋一張(新學員繳交)。
(二)課程加退選：請攜帶繳費收據或身分證等證明文件(代理人請帶本人身分證件)辦理。
(三)學員如有特殊疾病或應特別注意事項者，應於報名時主動告知。
(四)繳費完畢才算完成報名手續
繳費完畢才算完成報名手續。
繳費完畢才算完成報名手續。
十一、收費標準：
(一)報名費：每期新學員 200 元，舊生 100 元（請攜帶證明文件）
。
(二)學分費：每期 18 週。（每週上課一次，每次五十分鐘即為一學分）
1.選修課程每學分 1000 元。
2.註記＊者為補助課程，每學分 500 元。
3.註記＊＊者為免費課程，選修免費課程者需搭配付費課程一門；免費課程未
搭配付費課程，每學分以 500 元收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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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員永村社區大學 106
106 年度 春季班 報名表
報名日期：

姓

名

電

話

(必填)

性別 □男□女 身分證字號

（O）

手機

（H）

職業

(必填)

年 月 日
(必填)

(必填)

出生年月日

(必填)

(必填)

學

(必填)

歷

通訊地址
報名
註冊費

(必填)

□新學員 200 元

□舊學員 100 元 （學號

課 程 代 碼
報 名
科 目

應繳資料

課 程 名 稱

學 分 數

）保 險 費
學 分 費

□100 元
備

註

1
2
3
4
□身分證正本(驗完即還) □1 吋相片

1 張 □報名共繳交費用

元

(三)代收代辦費：
1.部分課程需酌收書籍或材料費者，學員需自行負擔並繳交給上課教師。
2.上課地點在幼兒園者已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不再收取團體保險費。
3.團體保險費 100 元(第三週保險始生效，上課地點不在幼兒園者依個人意願繳交費用投保)。
(四)保證金：選修免費課程者每門預收 1000 元保證金。
(五)旁聽費：每門每堂 250 元，選修旁聽課程可抵學分費。
十二、退費標準：【依彰化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規定辦理】。請攜帶「繳費收據」及身分證(代理人請帶身分證件)。
(一)開學二週內
開學二週內(3/6~3/17)辦理退選課程
辦理退選課程，
開學二週內
辦理退選課程，申請退選者全額退費(不含報名費
申請退選者全額退費 不含報名費)
不含報名費
(二)逾加退選期限，未逾全期 1/2 者，按未上課週數比例退還；逾全期 1/2 者，則不予退費。
(三)課程保證金於課程結束後，缺課未超過 4 堂，保證金退還。
十三、優惠措施【限擇一優惠辦法】：請務必攜帶優惠條件之證明文件。
(一)【舊學員】【夫妻共同報名】學分費 9 折，請攜帶證明文件。
(二)【三人(含)以上團體報名】學分費 85 折，
【十人(含)以上團體報名】學分費 8 折。
(三)【任選兩門全額收費課程以上】，第三門好學折扣 75 折，第四門五折(以最少學分費計算)。
(四)【六十五歲以上之長者】，學分費五折(民國 41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者)。
(五)【低、中低收入戶】學分費五折，請攜帶證明書暨戶籍謄本。
(六)【中度、重度身心障礙者】學分費五折，請攜帶身心障礙手冊。
(七)【八十歲以上之長者】，免收學分費(民國 26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者)。
(八)社區大學工作人員選課三門內，免收報名費、學分費。
(九)持學分券每一門課程限使用一張。
註：選修補助課程＊者，即不再適用以上優惠措施(班代及 65 歲以上之長者除外)。

十四、※開課返校日暨開學典禮訂於 106 年 3 月 2 日(星期四)晚上 7 點在嵩高樓 1F 視聽教室舉行。
十五、員永村社區大學「簡章」、「報名表」備索地點：永靖國小校門口警衛室、員永村社區大學辦公室
（永靖國小嵩高樓三樓）、永靖國小網頁（http://w2015.yces.chc.edu.tw）電子檔下載、員永村社大
Facebook 社團（http://iqclmne.tk）電子檔下載、大村郷大村國小學務處、大村鄉村上國小校門口
警衛室，歡迎踴躍索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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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度員永村社區大學大村分校
年度員永村社區大學大村分校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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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有機農業課群
有機農業課群】
課群】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n401 職能培養-花藝技術 A

n402 創意花藝設計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透過精心設計的花禮課程，精簡多
員林 元，迎合時尚，貼近消費者所需,讓花 (四)19:00-21:00
華彩屋 藝設計成為職能第二專長，並取得花
藝證照。

2

陳翠華

2

從傳統花藝手法到現代花藝製作，再
加上時下最熱門的水泥盆器 DIY 與多
黃秀琴 員林黃老師
肉植物盆栽組合，深入淺出的講解配
工作坊
合實作，讓花藝跟生活結合，進而習
得一技之長。

～推展終身學習心，延續大庄文史風～
1

(四)19:00-21:00

【文化紮根課群】
文化紮根課群】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d101 **走讀大庄歷史

2

郭茂己

快樂寶貝 1、探討大村鄉農村發展史。
幼兒園 2、探討大村賴氏祖先開發史。
3、認識大村宗教信仰與發展。

d201 大庄讀書會

1

林金蘭

快樂寶貝 與他人共讀一本書，培養共讀的習慣
與氣氛，透過小組討論掘發書中的各 (二)19:00-20:00
幼兒園 類問題。

d301 傳統彩繪藝術

2

高文亮

快樂寶貝 傳統彩繪藝術以文化創意的風貌，透
(三)19:00-21:00
幼兒園 過彩筆實作應用，豐富我們生活意境。

周辰栯

喬森 並被儒家尊為「五經」之首，
『易』即 (四)19:00-21:00
幼兒園 是「道」
，恆常的真理，即使事物隨著

(一)19:00-21:00

《易經》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之一，

d401 易經古典文化

2

時空變幻，恆常的道不變。

【自我成長課群】
自我成長課群】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d102 電腦基礎與雲端網路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2

鄭筑瑋

d103 *圓滿心讀書會

2

陳昕平

d202 *投資理財與節稅規劃

2

魏正誠

課程簡介

快樂寶貝 電腦基本概念及簡易文書處理，雲端
幼兒園 概念與運用。

上課時間

(一)19:00-21:00

書的內容只是『知識』
，如何從『知識』
到『見識』再到『膽視』是需要方法
喬森 的，從九式健康操打開學習效能與身 (一)19:00-21:00
幼兒園 心健康，再透過書的內容滋養心理，
最後以彩繪很深的陪伴心靈，來達到
身心靈的成長。
透過投資理財規劃的學習、理財工具

快樂寶貝 應用及認識地方稅節稅規劃，教您如
幼兒園

(二)19:00-21:00

何輕鬆投資。

d203 *古典詩詞習作

2

黃金寅

快樂寶貝 習得傳統詩作法，除可增進生活情趣 (二)19:00-21:00
幼兒園 與內涵，並可拓展人際關係。

～推展終身學習心，延續大庄文史風～
2
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d204 **來講饒平客話

2

課程簡介

邱美都

員林、永靖、大村可說是臺灣最大區
域的「客底」聚落，但鄉親多半不會
快樂寶貝 講客語，尤其是饒平客語更是在彰化
幼兒園 縣消失半世紀。請加入「大家來講饒
平客話」行列，成為復育彰化饒平客
語的義勇軍。

上課時間

(二)19:00-21:00

d402 日語入門初級(五十音)

2

黃子瑋

在課程中學習日語平仮名以及片仮名的
寫法，其中包含清音（五十音）
、濁音、
快樂寶貝 半濁音、拗音、生活招呼用語，並且 (四)19:00-21:00
幼兒園
讓你在無負擔下，能夠輕鬆而且快速
學會五十音。

d501 書法初級

2

蔡旺利

快樂寶貝 與柔的轉換，探索中文美學，培養人 (五)19:00-21:00
幼兒園

體會漢字之美，提按之間的細膩，剛

文氣息。

【美學音樂課群】
美學音樂課群】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d104 卡拉 OK 歌唱技巧

2

d105 環保蝶谷巴特創意拼貼

d205 樂器研習-陶笛

2

2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翁秀琴

放鬆、克服唱歌的緊張情緒，每一首
快樂寶貝 歌理解它的詞意，感受旋律，輕鬆氣
幼兒園 氛中講解歌唱技巧，學歌輕鬆，快樂
又無負擔。

(一)19:00-21:00

嚴琇馨

以簡單的繪畫技巧，結合蝶谷巴特拼
貼，上色、選圖裁剪、貼圖等技法，
快樂寶貝 將美美的圖形剪裁，拼貼於生活中的
幼兒園 瓶罐、紙盒及各式各樣的容器，或是
資源回收的物品，讓我們以無限的想
像空間創造新的風貌。

(一)19:00-21:00

曾志明

陶笛（Ocarina）是近幾年非常火紅的
熱門樂器，也可說是人手一只隨身攜
快樂寶貝 帶方便的一樣吹奏樂器，我們將以幾 (二)19:00-21:00
幼兒園
首耳熟能詳的樂曲帶領大家一同進入
音樂的殿堂。

～推展終身學習心，延續大庄文史風～
3
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陳明勇

一杯好咖啡的關鍵是什麼？好的沖泡
技巧和器具固然不可或缺，但高品質
快樂寶貝 的咖啡豆才是最重要的元素。該課程
幼兒園 能讓學員辨識咖啡豆的基本知識及各
式沖煮技巧和相關器具的使用，透過
品嚐不同的咖啡豆風味，找出自己喜
歡的口感。

(二)19:00-21:00

佘明發

經由課程中理論認知能注意安全避免
危險,對於緊急事情能有即時處理方
快樂寶貝 法，如利用隨手工具及周遭物品來改
幼兒園
裝修繕，實現自己當下的構想，達成
創意聯想對應方法。

(二)19:00-21:00

黃秀琴

婚禮會場整體規劃布置，胸花、新娘
捧花、拱門、與婚禮布置小物 DIY。會
快樂寶貝 場布置結合文創水泥盆 DIY 與療癒多
幼兒園
肉植物組合盆栽，跟上潮流提高自我
競爭力。

(二)19:00-21:00

2

周志謙

使學員循序漸進認識素描及色鉛筆，
快樂寶貝 及其繪畫技巧，進而可以在生活閒暇
幼兒園 時，隨手拿筆紀錄生活，使繪畫不再
如想像中艱難。

(二)19:00-21:00

2

結合教師 27 年豐富經驗，用簡單、高
員林江老師 效易學的方式，讓學員快速學成技
江蕙芳
工作坊 能，擁有美麗健康人生，為自己開闢
另一扇窗。

(二)19:00-21:00

d302 *鼓動青春爵士鼓

2

蔡衍鐘

可以藉由打爵士鼓，訓練自己的左、
快樂寶貝 右手及左、右腦的靈活度。是一項非
幼兒園 常好的活動，讓你更瞭解音樂的節奏
跟律動。

(三)19:00-21:00

d303 輕鬆學二胡入門

2

胡哲輔

快樂寶貝
幼兒園 學員輕鬆學習，享受二胡音樂的美。

(三)19:00-21:00

2

1、使用隨手可得的天然素材學習自製
對肌膚有益及環保的藝術手工皂。2、
員林
林芷葳 綠瓶子皂坊 用愛自己的心及愛地球的心來攪上一 (三)09:50-11:50
鍋天然無汙染的手工皂。3、可讓想學
習第二專長的人學習生存技能。

d206

d207

啡嚐時間-咖啡沖煮
知識

居家生活與簡易修繕
概論

d208 婚禮會場布置實務

d209 基礎素描與色鉛筆

n201 彩妝 DIY

n301 愛玩皂 B

2

2

2

～推展終身學習心，延續大庄文史風～
4
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基礎鍵盤入門，大人小孩皆可輕易上

d403 流行電子琴初階

2

賴麗慧

快樂寶貝 手，給年長的您一個重拾兒時夢想，
幼兒園 給年輕的你，許一個閃亮的未來，與

(四)19:00-21:00

琴相約天常地久。

d404 二胡民謠快樂學

d405 輕鬆快樂學唱歌

d406 工筆花鳥與佛像

d407 紙黏土創意生活 DIY

d408 禪繞畫藝術

2

2

2

2

2

黃綺玲

新手學員輕鬆學習二胡，愉快的走入
二胡的領域，喜歡台灣民謠的朋友
快樂寶貝 們，是否想過藉由熟悉的歌曲來學習
幼兒園
二胡呢？歡迎您的加入，一起來體驗
這份樂趣！

(四)19:00-21:00

張秀羚

1.讓您真正學到自然的歌唱技巧。
2.腹式呼吸幫助傳達情緒，讓您的歌
快樂寶貝 聲更有力。
幼兒園
3.用歌唱來紓解壓力，同時達到心肺
運動的功能。

(四)19:00-21:00

楊月善

畫佛像前必先詳讀各個觀音的典故載
快樂寶貝 次專描方事會出手是五官神韻，摩像
幼兒園 如打太極一樣慢而穩 一、柳葉描法
二、丁字描法，訓練學員定力。

(四)19:00-21:00

盧美惠

紙黏土的特性多樣柔軟易捏，可平面
及立體，半立體呈現，可塑性高，巧
快樂寶貝 用捏塑，創意，上色技巧人人都可以
幼兒園 把居家生活用品變得很藝術，讓學員
充滿成就感，增加對手作的興趣。

(四)19:00-21:00

賴珮璉

在禪繞的世界裡，最美妙的地方就是
沒有所謂對錯，享受線條的美感為您
快樂寶貝 帶來新的啟發與樂趣，提升專注力並
幼兒園 釋放壓力與焦慮，藉由創作的過程中
享受心靈沉澱與完成後的成就感。

(四)19:00-21:00

周淑鈴

快樂寶貝 ，給予創新的技法，衍生出美觀又大
幼兒園 方時尚的提籃、外出包或生活實用物

以傳統的竹編技藝，加上新穎的素材

d409 打包帶創意編織

2

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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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19:00-21:00

編號

課 程 名 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d502 素描與壓克力、水彩

2

d503 生活中的皮雕藝術

2

d504 鄉村彩繪家飾木器娃娃

d505 粉蠟筆玩插畫

n501

芳香魔法課程-精油生
活

2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楊月善

色彩與色彩的碰撞，迅速學會如何運
用調色來創作，如何調配高彩度與低
快樂寶貝 彩度，高明度及低明度的運用。可以
幼兒園 輕鬆愉快畫出一幅畫，讓色彩一起在
紙上玩出真善美。

王麗娟

1、認識皮革、工具及染料、色彩學。
2、實作練習，教導學員手作技法。
3、各種異材質與皮革的搭配運用。
快樂寶貝
(五)19:00-21:00
幼兒園 4、各種染色、縫合、五金組裝技法實
作。
5、作品的細致處理及引導創意發想，
製作具個人風格的時尚作品。

魏珈珮

喜歡鄉村彩繪及鄉村木器娃娃嗎？不
需要美術基礎用壓克力顏料，以彩繪
的方式和技巧讓各種家飾品變得更有
永靖國小
生命力，布置家裡也非常溫馨，歡迎
加入鄉村彩繪的行列，彩繪出自己的
成就感。

(五)19:00-21:00

(五)19:00-21:00

粉蠟筆就像是五顏六色的泥巴，在圖
畫紙上塗塗抹抹出美麗的圖案，雙手
喬森 的觸感，令人回憶起懷念的童年時光 (五)19:00-21:00
幼兒園 ，藉由插畫的創作，更可以抒發情感、
表達出自己的內心世界，並且更進一
步的了解自己。

2

周均樺

2

天然的植物芳香可帶給我們身心靈自
我療癒。用簡單方式介紹精油來源取
員林村之玉 得方式、應用，再加以生活化，並由
(五)19:00-21:00
凃詠涵 手工皂坊
保養保健著手，並藉由 DIY 實際操
作，教學員應用天然、無毒又省錢的
方式照顧自己。

～推展終身學習心，延續大庄文史風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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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健康活力課群】
健康活力課群】
編號

課程名稱

學分 授課教師 上課地點

課程簡介

上課時間

集傳統太極拳之基本原理，擷取精華

d106 簡易太極拳十三式

2

葉妙玲

快樂寶貝 及化繁為簡所編寫的，動作少、易學
幼兒園 好練，一學就會，其融合了內功、拳

(一)19:00-21:00

架、推手等理論的內容。
國標舞總類分為拉丁舞和摩登舞兩
種，拉丁舞包括恰恰、倫巴、捷舞、
鬥牛舞、森巴舞。摩登舞包括華爾
滋、探戈、狐步、快三步、快四步。
(二)19:00-21:00
總共 10 種舞蹈。優美的舞曲搭配曼
妙的舞姿舞出健康的人生，歡迎有興
趣的好朋友們一同加入快樂的社交
國標舞班。
藉由瑜伽體位對肢體的舒展，配合呼
吸法，可舒展全身筋骨、消除疲勞、
紓解壓力。改善腰酸背痛、頭痛、促 (二)19:00-21:00
進內臟機能、調整內分泌、防止老化，
可矯正脊椎，增加身體免疫機能，為
您的健康加分。
藉由瑜伽體位對肢體的舒展，配合呼
吸法，可舒展全身筋骨、消除疲勞、
紓解壓力。改善腰酸背痛、頭痛、促 (四)19:00-21:00
進內臟機能、調整內分泌、防止老化，
可矯正脊椎，增加身體免疫機能，為
您的健康加分。

d210 社交舞蹈

2

施惠馨

施惠馨
舞蹈教室

d211 舒展瑜伽 B

2

周鳳蘭

喬森
幼兒園

d410 舒展瑜伽 A

2

周鳳蘭

快樂寶貝
幼兒園

d506 *鄭子三十七式太極拳

2

曹明智

快樂寶貝 調整身心靈，紓解壓力，增強免疫力 (五)19:00-21:00
幼兒園 與加強骨質密度，展現精氣神體態。

～竭誠歡迎您共同加入員永村社區大學終身學習的行列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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